
������3月中旬，曹河乡殷楼两家
群众因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闹了

矛盾， 辅警及早发现、 及时调
解，双方很快认识到，在乡村振
兴大局下，各让一步天地宽，比
暗暗为所谓的“争一口气”强完
了，真正做到了矛盾不出村。

基层常见矛盾纠纷化解，
最大的难点是“早发现”，淮阳
区公安局在这方面总是“快人
一步”。 一方面，社区民警、专
职辅警日常入村入户，开展多
轮次走访排查； 另一方面，由
治安信息员借助人熟、 地熟、
情况熟的优势，发现异常情况
主动报告；还有就是公安机关
各职能部门在日常工作中研

判梳理。 通过多层次、多渠道、
多手段有效增强矛盾纠纷主动

发现。
为下好矛盾纠纷源头预防

“先手棋”，2021年起，淮阳区全

面推行“一村一辅警”制度：在
每个村建立高标准警务室，安
排一名辅警驻村，吃住都在村
里， 精准梳理化解矛盾纠纷。
“过去村民发生口角， 等警察
赶来至少要 20分钟。 如今，辅
警 5分钟就可以到家里来，谁
家有个磨嘴缠架的，‘村警’总
是提前知道。 ”王店乡朱庄行政
村村民梁爱华高兴地说。

下好“先手棋”，专职辅警
就得成为矛盾防控一线的 “战
斗堡垒”，这既需要“绣花功”，
又必须找准“落针点”。 淮阳区
副区长、区公安局局长王乾辉
说：“一村一警不仅达到了人
熟、地熟、情况熟，堵住了农村
治安防控盲点， 而且是 24 小
时在岗，及时化解纠纷类等非
警务警情， 节约了警力资源。
只有情况熟、防控早，才能反
应快、兜住底。 ”

������近日， 民生警务室民警张
浩在排查中发现， 辖区有一对
夫妻家庭矛盾较深： 丈夫白某
喝酒成瘾，酒后存在家暴行为，
致使妻子陈某多次离家出走，
而一旦陈某离家出走， 白某就
以自杀相威胁。

为达到调成一件影响教育

一片，进而形成促进和谐民风的
效果，社区民警张浩迅速联合镇
综治办、村委会、包片网格员成
立专门调处队伍，与夫妻二人坐
在一起，讲法律、摆事实、拉家
常、讲道理，引导双方释放情绪，
敞开心扉诉说，夫妻二人换位思
考、相互谅解，和好如初，对民警
认真负责化解心结的做法表示

感谢。 这对夫妻后来逢人就说：
“这‘村警’就是为老百姓办事，
他们小事拉家常、 难事大家谈、
大事法律扛，这几招真灵，有困
难找村警真不是一句空话！ ”

该警务室是全区公安系统

的一个缩影。 淮阳区公安局完
善分类评估跟办体系， 建立
“红、黄、蓝”三级评估制度，全
程跟踪督办，直至彻底消除。全
区致力于矛盾化解立足 “早、
快、细、实”，抓好统筹合力。 淮
阳区公安局制订切实可行的

调解方案， 及时开展疏导化
解，控制事态发展。 涉及法院、
民政、 妇联等相关部门的问
题， 邀请相关人员共同参与，
对于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的，
立即上报属地政法部门，归口
推送相关部门并协同调处。

淮阳区委书记张建党说：
“全区要以‘五星’支部创建为
引领，尤其是基层派出所要提
高认识， 科学合理配置警力，
以实用、 能发挥作用为目标，
把警务室建成维护社会稳定、
服务群众和预防违法犯罪的前

沿阵地，真正造福一方百姓、保
护一方平安。 ”

������“化解一个矛盾，就能为群
众解忧，安定一方民心。 调解一
起纠纷， 就要引领一片社区群
众，让他们感受到法治教育。”黄
集乡派出所所长王剑表示，按照
全区部署要求，该乡以网格员为
抓手，做到全乡上下联动，建立
回访机制，对已化解的矛盾及时
回访，真正达到“案结事了”。

为打造全周期链条，淮阳区
推动网格深度融合机制： 由区
公安局聘请全区疫情防控 484
名网格长、6415名网格员兼任
治安信息员，按照“1+1+N”模
式， 即 1名社区民警、1名专职
辅警、N名疫情防控网格员，建
立起“民警包片、辅警包村、网
格员包点”的三级管理模式。

近一年来，全区因矛盾纠纷
引起的治安、 刑事发案率分别
同比下降 45.6%、21.4%，实现命
案等恶性案件零发生，故意伤
害 等 暴 力 犯 罪 同 比 下 降

88.2%。截至目前，全区共排查化

解重大典型矛盾纠纷 510起，化
解率100%。

一系列化解矛盾纠纷的举

措，像一把把钥匙，打开了一个又
一个群众心中的矛盾“铁锁”，群众
心里的矛盾“硬疙瘩”一一解开，
“和谐淮阳”一路向前，多点开花。

万亩湖水千顷荷，阵阵凉风
送清香。 6月 20日晚，在龙湖码
头边上的苏园警务室里， 正接
受记者采访的专职辅警袁素芝

手机响了， 袁素芝向记者礼貌
地打招呼：“俺辖区的小吴到了
青春期， 这不学校刚放假就跟
他爹闹别扭了， 全家人都等着
我过去劝劝呢……”

说完，袁素芝骑上电动车消
失在夜色中。 在她身后的龙湖
码头的正中央的湖里， 烟波浩
渺的水面之上荷叶田田， 一朵
朵硕大无比的莲花苞不知什么

时候渐渐打开花瓣， 伴着掠过
湖面而起的微风， 满满的清香
扑鼻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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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1月， 郑集乡高
庄村一对小夫妻， 结婚仅一个
月就离婚了，女方拒不退回 30
万元彩礼，男方认为人财两空，
情绪异常激动， 多次扬言要与
女方全家同归于尽。 这对小夫
妻刚离婚， 高庄治安信息员陈
现海的“工作台账”小本上就记
录在档，并标记为动态跟踪。陈
现海第一时间向郑集乡派出所

副所长、 官路边警务室专职民
警苏帅详细报告该信息， 苏帅
也及时上门了解情况， 把调解
工作做在了前面。

随着两个家庭的和解，陈
现海的走访本和警务室动态监

测记录里， 该事件的红色标注
也变成了绿色。

就这样，苏帅联合乡政府、
乡司法所、村干部联手调处，有
效避免了一起恶性案件的发

生。
这是苏帅、 陈现海从源头

有效化解矛盾的生动实践，也

是淮阳区公安局各派出所民

警、警务室民辅警主动发现、调
处管控、多元共治、分流联动的
普遍现象。今年以来，官路边警
务室成功调处各类矛盾纠纷

130余起， 所辖 8个自然村治
安、刑事案件零发案，真正做到
了矛盾纠纷不出村。

据了解，为更好地建设“枫
桥社区”，淮阳区推动社会治理
重心下移， 把风险矛盾化解在
基层， 创新推动社区警务网格
与疫情防控网格深度融合，建
立健全重大矛盾纠纷主动发

现、调处管控机制，实现超前处
置、精准拆弹，坚持大概率思维
防范小概率事件， 以小切口解
决大问题。

目前， 淮阳区在县城和中
心镇推行“24小时屯警街面”，
按照 “一个网格一个街面警务
工作站、一辆出警处突车”的要
求， 合理布设街面警务站，24
小时屯警街面，实现动中备勤。

村里有警察 矛盾纠纷都找他

������ “我们辖区内 3745户的基
本信息都标注得清晰明了，我闭
上眼都能找到每一户。 ”6月 9
日，在广商警务室，民警王柏亚向
记者展示了他的手绘作品：卢关
六防网格走访图，这是他将走访
成果及采集的信息手绘成图表，
用颜色代表不同人员及单位。

5月 22日一早， 大李村 70
多岁的困难户赵美兰第三趟走

进自家麦田， 眼瞅着即将收割
的小麦一筹莫展： 老两口身体
不好不能干重活， 女儿女婿因
疫情防控， 从外地刚到家就被
集中隔离，急得她直掉眼泪，一
天内数次前往村委嚷着要村干

部“放人回家收麦”。 这一幕被
逐村走访的王柏亚看在眼里。

“在家等着吧，你的收麦问题
包在我身上！”王柏亚打了一通电
话，大型收割机直接开进赵美兰
家的麦田，不到两小时，赵美兰 5
亩地已经“麦罢了”，连收割机的
作业费都是王柏亚代付的。 赵美
兰感动得要送给王柏亚两亩地

的麦子收入，被他婉言谢绝。
王柏亚就是“一村一警”的典

型代表，“辅警专职化” 有效发现
处理重大矛盾纠纷，已成为淮阳
上下的共识。

一年一度的荷花节时间快

到了。弦歌路 “张记” 老烩面馆
老板张其锋说： “现在在城区
的繁华街道、 学校这些人比较
多的地方， 每隔半小时就能看
见民警开着巡逻车就从店门口

过一趟， 这让我们感到十分安
全。 真有什么事， 警察就在身
边， 出警肯定快。 ”

网格划分是检验社会治理

的一个标尺，而网格员工作的精
度和速度直接影响矛盾化解的

质量和结果。淮阳区公安局按照
区委、区政府关于警务网格和疫
情防控网格化管理深度融合的

工作部署，由社区民警、辅警分
村分片建立联系，迅速达到对基
层底数清、情况明、情报灵。 目
前，全区已经织密小网格，实现
全域矛盾纠纷调解“无死角”。

片警情况熟 群众都拥护

矛盾发现早 案件发生少

调处一件事 影响一大片

治理““全链条”” 社会风气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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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某与王某两家农田相邻，前
不久， 许某将地头的一棵树以600元的价格卖

掉。 许某以为树在两家地中间长着，就分给了王某 300
元钱。 夏收后，两家地界清晰呈现，许某这才发现，树是在自己

家地里长的，便向王某要回分给他的300元钱，遭到了王某拒绝。
许某和王某是淮阳区白楼乡邓庄村群众，两家本来没有矛盾，眼见

双方争执不下，周围邻居便提议，请村警赵春华给双方主持公道、解决纠纷。
赵春华了解情况后， 会同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在村委对双方开展矛盾调

解。 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明之以法，两家都愿意作出让步，签下了和解协议。
赵春华是淮阳区公安局白楼派出所专职辅警，辖区群众亲切地叫他“村

警”，自入驻村警务室以来，群众已经习惯了有事找他“管事儿”，事实证明：他
的确“很管事”。

翻看工作日志，赵春华饱含深情地写下：“6月的淮阳，万亩龙湖上小
荷才露尖尖角。 每天骑着电动自行车去村里巡逻一圈，一边和村民拉着
家常，一边记着‘工作台账’，我累并快乐着。”东家添丁该上户口了，
西家两口子闹别扭了， 这些家长里短的事他早已摸熟
情况，都能驾轻就熟地化解矛盾。

淮阳区这样的“村警”覆盖每个村，他们在
源头化化解矛盾纠纷都有一套 “法

宝”。


